
新北市立福營國中 108 學年第二學期八年級國文科第二次段考           班級:         座號:       姓名:  

一、注音國字：每個答案 1分，共 10分 

1.「穹」廬 2.「掂」斤兩  3.「梔」子花 4.「雌」雄 5. 瓜「瓞」綿綿 

6.累「ㄓㄨㄟˋ」 7.「ㄅㄧㄣˋ」髮 8. 忌「ㄏㄨㄟˋ」 9.軀「ㄎㄜˊ」 10.「ㄗㄡˋ」雨 

二、注釋：每題 2分，錯字扣一分，共 20分 

1.共迭相擔 2.朔氣 3.戎機 4.試煉 5.不時之需 

6.開我東「閣」門 7.弔詭 8.遐思 9.漕漼 10.野人獻曝 

三、綜合選擇:每題只有一個答案，請依題意選出最正確或最適合的答案(每題 2.5 分)  

(    )1、下列「 」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組字形相同?        

    (Ａ)天打雷「ㄆ一」 / 「ㄆ一」靂閃電           (Ｂ)「ㄗㄜˊㄗㄜˊ」稱奇 / 鬼呼 「ㄗㄜˊㄗㄜˊ」       

    (Ｃ)「ㄐㄩˇ」齬衝突 / 「ㄐㄩˇ」嚼玩味       (Ｄ) 「ㄙㄨˋ」溪而上 / 追本 「ㄙㄨˋ」源 

(    )2、下列「 」中的字，何組讀音相同?    

(Ａ)超前部「署」 / 罷免連「署」               (Ｂ)綁票「勒」索 / 「勒」緊腰帶 

(Ｃ)過磅「秤」重 / 天「秤」星座               (Ｄ)「宛」如新生 / 將至「宛」市 

(    )3、下列選項「 」中的字，何組意義相同?    

(Ａ)羊腸小「徑」 / 「徑」行表決               (Ｂ)痛苦煎「熬」 / 文火慢「熬」      

(Ｃ)「悉」聽尊便 / 「悉」數奉還               (Ｄ)未雨「綢」繆 / 綾羅「綢」緞   

(    )4、下列文句「 」中的詞語，何組意義前後相同?      

(Ａ)楊清分手後，生氣的「撕裂」所有與前男友的合照 / 選舉時，常見政客為了選票「撕裂」族群，製造對立     

(Ｂ)東漢末年，曹丕篡漢「自立」為帝，創建新朝― 魏 / 成功的家庭教育，在於培養孩子「自立」堅強的人格      

(Ｃ)通往武嶺的山路蜿蜒「曲折」，開車經過務必萬分謹慎 / 這樁案件如此「曲折」離奇，短時間難以釐清頭緒    

    (Ｄ)在「風雨」的考驗中成長茁壯的人，多擁有堅毅的心志 / 只要全民團結合作，就能戰勝疫情帶來的「風雨」  

(    )5、請問下列選項中的歇後語，何者運用正確?     

(Ａ)唉!最近股票投資損失慘不忍睹，我是「黃連樹下彈琴 ― 有苦說不出」           

(Ｂ)哼!看那些城府深的政客「狗咬狗 ― 一嘴毛」，他們遲早會被人民唾棄  

    (Ｃ)隔壁夫妻吵架，那是他們倆的家務事，你少「張飛捉耗子 ― 多管閒事」         

(Ｄ)新年許多人會存著「泥菩薩過江 ― 有拜有保庇」的心情，到廟裡參拜 

(    )6、請問下列各組對話中有關稱謂的運用，何者最適當？  

(Ａ)玉琳：「請問令堂高壽幾何？」                   毅麒：「先母屬蛇，今年恰滿花甲之年。」         

(Ｂ)曉顏：「請問女士貴姓？府上哪裡？」             沛彤：「貴姓程，貴府在新莊。」      

(Ｃ)洪奇：「歡迎賢伉儷蒞臨敝校，請不吝指教。」     凱庭：「謝謝閣下的邀請。」      

(Ｄ)燮筑：「今日得以拜讀令嬡大作，甚是榮幸。」     佑臻：「還望先生給舍女一些指點。」 

(    )7、從〈木蘭詩〉的內容來看，下列何者是木蘭代父從軍的主因?      

(Ａ)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         (Ｂ)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 

(Ｃ)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         (Ｄ)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 

(    )8、請問下列選項「」中的慣用語，何者運用不適當? 

(Ａ)當愛情延伸到「紅地毯」，表示相愛的兩人訂下伴守一生的盟誓 

(Ｂ)耿直的宜玲是不齒做那些幫上司「戴高帽」、阿諛奉承的行徑的   

(Ｃ)擅長跳投的成業，最後從三分線投出一球「蓋火鍋」，逆轉球賽 

(Ｄ)品志雖然吃了好幾次的「閉門羹」，仍持續拜訪客戶推銷新產品 

(    )9、下列哪一選項「」內的單位詞，使用完全正確？       

(Ａ)再過一「柱」香的時間，我軍就可以發動新一「波」的攻擊了 

(Ｂ)忽然有一「道」甜香，從路旁一「幢」西式的糕點烘焙坊傳來 

(Ｃ)潔明傳了一「封」簡訊給以恩，告訴她有一「臺」音樂劇即將公演 

(Ｄ)李大師新近用一「幅」珍藏的名家書法，換了一「尊」白玉觀音像 

(    )10、請問下列選項中的成語，何者運用不適當？    

    (Ａ)昨晚聆聽了穆特出神入化的小提琴現場演奏，心頭湧起「廣陵絕響」的讚嘆      

    (Ｂ)這樁密室殺人案的情節「撲朔迷離」，疑雲密布，令偵辦多時的警方傷透腦筋 

    (Ｃ)為了滿足口腹之慾而點了滿桌的山珍海味，卻只吃了一半，真是「暴殄天物」              

    (Ｄ)只要能立下「破釜沉舟」的決心苦讀，假以時日，必能大幅提升個人的學力 

(    )11、請問下列「」中的疊字詞，何者前後皆為狀聲詞？  

(Ａ)「喋喋」不休 / 「侃侃」而談     (Ｂ)飛瀑「濺濺」 / 秋蟬「唧唧」  

    (Ｃ)大聲「嚷嚷」 / 「娓娓」道來     (Ｄ)「涓涓」溪流 / 磨刀「霍霍」   P.1 



(    )12、下列文句皆使用了含有「鬼」字的成語，請問下列哪個選項運用得最適當？       

(Ａ)嘉義 民雄 劉家古厝年久失修，屋裡雜草叢生，陰森森的氣氛讓人覺得「疑神疑鬼」 

(Ｂ)板橋 林家花園裡的假山流水、亭台樓閣，「鬼斧神工」的結構設計，頗具有獨到巧思 

(Ｃ)聽說附近的宮廟常有「神出鬼沒」，擲筊問卦十分靈驗，所以來往上香的虔誠信徒很多 

(Ｄ)在公司的股東大會裡，各方勢力代表「各懷鬼胎」，想要從亮眼的業績榨取更多的利益  

(    )13、徐仁修在〈森林最優美的一天〉中，多處運用感官的描摹來抒寫森林之美。請問下列何者分析正確？    

(Ａ)山風飽含著各種野花的甜美香氣，還帶著一股五月的陽光味道 ― 味覺 

(Ｂ)林中空氣因為注入了金銀花以及山黃梔花的濃香，變得有些黏稠 ― 觸覺  

(Ｃ)迎面而來的是許許多多雪片一般飛落的油桐花，飄蕩著、旋轉著 ― 視覺 

(Ｄ)山風總是把香味散播得很廣很遠，也變得濃淡適宜，令人舒服 ― 觸覺 

(    )14、請問下列文句，何者語詞表達最為精簡正確，通順流暢? 

(Ａ)欣瑜終於到了法國 羅浮宮，實現她想一窺藝術殿堂的長年宿願 

(Ｂ)享受美食是忙碌生活中的樂趣，創造美食的巧思和手法則是藝術 

(Ｃ)在這部電影眾多角色中，我最欣賞守候多年等待女主角的裕煊哥 

(Ｄ)連續頻傳境外感染的病例，衛生署長發布多項新的防疫因應措施 

(    )15、請問有關〈定伯賣鬼〉一文的分析，下列哪個選項說明錯誤?       

(Ａ)反映現實生活中，只要能沉著應變，人必勝鬼     (Ｂ)作者安排了三次轉折，使故事高潮迭起，具戲劇效果      

(Ｃ)藉由人鬼的對話與行動凸顯角色性格和情節發展    (Ｄ)引用當時的傳言，使故事虛實交織，增加真實可信度 

(    )16、〈木蘭詩〉以活潑的筆調、反覆吟詠的句法，呈現民歌質樸自然的特色。請問下列何者寫作手法與其相同?  

    (Ａ)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Ｂ)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Ｃ)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稜，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Ｄ)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旁，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輾轉不相見。 

(    )17、「游魚隨□□四海奔波，候鳥隨□□跨洲遷徙，雲朵隨□□天際飄盪，落葉隨風，命運往往隨□□流轉。」這段文

字□□中的詞語，依序應填入下列何者，語意方能通順完整？    

    (Ａ)海流/季風/氣流/機緣    (Ｂ)機緣/氣流/海流/季風    (Ｃ)氣流/機緣/海流/季風    (Ｄ)海流/氣流/機緣/季風 

(    )18、「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絕句其二〉杜甫) 有關這首詩的分析，請問何者錯誤？ 

(Ａ)首聯寫春日明媚風光中，動、植物所呈現出來的蓬勃生機      (Ｂ)藉絢麗、對比的色彩，勾畫出意境優美的圖畫         

(Ｃ)次聯寫異鄉優美景色，觸發作者歲月荏苒，思鄉心切的感慨    (Ｄ)以哀情反襯樂景，表現詩人歸期遙遙的無奈  

 

 

 

 

 

 

(    )19、依上面橫式信封範例，黎文啟與廖忠銓的關係，最有可能是下列哪個組合？  

(Ａ)黎：超商店長 / 廖：前任員工         (Ｂ)黎：國中校長 / 廖：畢業校友     

    (Ｃ)黎：診所醫師 / 廖：病患家屬         (Ｄ)黎：立法委員 / 廖：陳情民眾  

眼睛長在固定的位置上，但眼珠子可以轉，人也可以轉；同一東西，有正面，有負面，還有不同的側面。轉化角度是可

能的，也是重要的。若在更多的角度上觀察和把握，則同一個東西在不同的人那裡，就會以完全不同的面目出現；其差別之

大，甚至會給人造成兩種東西的印象。不同的人，在同一個問題上的分歧，很大的關鍵就在因為切入角度的不同所致。                      

                                                                       〈人生的角度〉節錄  尚德琪                                                                             

（    ）20、依據上文，下列說明何者錯誤？  

(Ａ)勸人在處理事情時，應秉持「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的態度                

(Ｂ)主旨與蘇軾詩句「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相同 

(Ｃ)與人溝通時，如能設身處地去了解對方想法，可幫助達成共識     

(Ｄ)剛愎自用的人，常因過度堅持個人立場，與他人發生意見分歧  

    東方、南方所用細辛，皆杜蘅也，又謂之馬蹄香也：黃白，拳曲而脆，乾則作團，非細辛也。細辛出華山，極細而直，

深紫色，味極辛，嚼之習習如椒，其辛更甚於椒。故《本草》云：「細辛，水漬令直。是以杜蘅偽為之也。」襄、漢間又有

狀似細辛者，極細而直，色黃白，乃是鬼督郵，亦非細辛也。                      《夢溪筆談》節錄 沈括 

(    )21、根據本文內容，下列何者可以明確得知?     

(Ａ)冒充杜蘅的藥草有馬蹄香與鬼督郵      (Ｂ)細辛的生產地、味道與料理方式   

(Ｃ)如何辨識杜蘅與細辛外觀上的差異      (Ｄ)鬼督郵已被證明是細辛的改良種  

□□□-□□ 

新竹市光復路 168號                                       

廖忠銓 謹緘                   □□□-□□ 

                              新北市新莊區富國路 105號 

                              黎文啟  先生 道啟 

郵 

票 

P.2 



新北市立福營國中 108 學年第二學期八年級國文科第二次段考 

剛拿起筆想寫點什麼 

窗外的桂花香/把靈感全熏跑了/他閒閒地負手階前 

這般月色/還有一些些，一點點…… 

月亮從空山竄出/嚇得眾鳥撲翅驚飛/呱呱大叫/把春澗中的靜/全都吵醒/而他仍在等待/靜靜地/等待，及至/月，悄悄降落在

稿紙上/把光填滿每個空格                                                            〈唐詩新構〉洛夫                                                                                   

(    )22、上詩是洛夫「古詩新鑄」的創新作品。他盡可能保留原作的意境，而將原有的格律形式予以徹底解構，重新賦予現

代的意象與語言節奏。請由上列詩句內容判斷作者是依據下列哪首詩改寫的？     

(Ａ)人閒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鳥鳴澗〉王維 

(Ｂ)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下獨酌〉李白 

(Ｃ)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宿建德江〉孟浩然 

(Ｄ)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旅夜書懷〉杜甫   

                                               VAN GOGH Alive 

再見‧梵谷 光影體驗展 

全球參觀人次最多的沉浸式藝術饗宴 

巡迴超過 50個城市、累積超過 600萬人次參觀的《再見梵谷—光影體驗展》，2020年將首度登陸台灣，將荷蘭後印象派巨匠

梵谷的經典作品搬出美術館，《向日葵》、《星夜》、《麥田群鴉》等經典以及素描、書信等共 3000幅作品與珍貴影像，透過當

代科技轉入動態影像，由畫框躍入超過五公尺的巨幕投影，透過光影流動與環繞，帶領觀眾徜徉梵谷的畫作之間，顛覆您對

「展覽」的想像，以嶄新方式體驗梵谷筆觸下的絕美神采。 

 

1853年出生的梵谷，27歲才投入繪畫，短短十年間創作出超過 2000多幅畫作，生前只售出〈紅色葡萄園〉一幅作品，彗星

般短暫而傳奇的一生，卻影響了隨後一個半世紀的藝術文化，成為最為眾人所熟悉與愛戴的繪畫大師。《再見梵谷—光影體

驗展》帶您以截然不同的方式，重新探索梵谷跨越時代的繪畫天才與美學成就，將近年蔚為風潮的沉浸式巨幕藝術光影展，

首度引進台灣，透過 40多部高畫質投影機搭配影院級環繞聲效，構築出一個跳脫現實的魔幻空間，在李斯特、韋瓦第、舒

伯特、巴哈的樂章陪襯之下，讓觀眾縱身投入梵谷色彩濃郁而狂野的世界，猶如一部光影編織的交響詩，不再只是「觀看」，

而以全新的角度與方式與畫作油墨交融、感受梵谷，發掘全新的視野與體驗。 

※展覽資訊 
展覽時間： —台北場—  2020／01／15（三）– 04／12（日） 11：00～20：00 

                       新光三越信義新天地 A11館六樓（台北市信義區松壽路 11號） 

                       本活動購票所產生之發票或收據，不得參與新光三越贈獎及停車折抵服務。 

※售票資訊 
全票 預售票 320     展期票 360                                  玉山銀行優惠票 預售票 300 展期票 340                                      

親子票 預售票 600   展期票 650                               玉山銀行優惠票須以玉山銀行信用卡支付，每卡限購四張 

一位成人，一位 6至 12歲兒童(需同時入場，入場兒童須出示證件)       限量四人套票 預售票 1200 

免費 未滿三歲 

民國 106年 1月(含)以後出生者，憑正本證件入場，需有大人購票陪同入場 

學生票 340  僅現場販售 

6歲(含)以上學生，限購一張，入場須出示 107學年度下學期有效學生證。 

滿 6歲尚未註冊入學之兒童，入場須出示身分證件正本，限購一張。 

特惠票 180  僅限現場販售。 

65歲(含)以上，民國 43年(含)以前出生者，須出示正本證件，憑證限購一張。 

3歲(含)以上(民國 106年 1月(含)以後出生者)，至未滿 6歲(民國 103年 1月(含)以後出生者) ，大人需憑票陪同入場。 

身心障礙者及其陪同者(限一人)，須出示身心障礙手冊正本證件，陪同者須一同入場。                 

(    )23、關於《再見‧梵谷 光影體驗展》宣傳海報的解讀，下列哪一個選項的說明正確？    

(Ａ)台北市是第 50個巡迴展演城市                  (Ｂ) 是台灣首度引進的沉浸式巨幕藝術光影展    

(Ｃ)有多幅梵谷的經典作品真跡參展                 (Ｄ)〈紅色葡萄園〉影響了一個半世紀的藝術 

(    )24、依據海報中售票資訊的說明，下列哪個人的購票及入場方式是正確的? 

(Ａ)靖怡買了一張全票，就可以免費帶著 2歲的兒子入場      (Ｂ)子瑄和三位同事打算到現場合買限量四人套票     

(Ｃ)就讀國三的芸榆買了一張學生票，入場時出示身分證       (Ｄ)古稀之年的陸婆婆出示健保卡現場購買特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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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藉由開花產生種子。種子是植物所製造出的終極空間移動裝置，在微小的膠囊裡，塞滿了提供構造設計圖的遺傳訊

息，還有為發芽而準備的便當。 

  不過種子一旦扎根後，就不能再移動。如果種子就落在母株附近，就算發芽後，為了土壤的養分與陽光、水分等資源，

也會形成親子及兄弟姐妹之間的競爭。為了散布到更遠、更廣的範圍，在新的場所培育出新世代，植物們凝聚智慧與巧思，

為種子的旅行作準備，將種子散布出去。 

  種子們有多樣化的旅行方法。展開閃耀銀色絨毛的降落傘、飄浮在空中的是蒲公英與蘿藦的種子。楓樹或椴樹的種子會

轉動精巧的螺旋槳，像直升機般輕盈地在空中飛翔。而且這些種子細看之下，都漂亮得令人訝異。這可不足為奇，因為極致

的機能必然蘊含著美感。 

  也有些種子利用水流和雨滴的力量。或是包藏在鮮豔的外表或可口的果肉底下，偷渡潛入鳥類或獸類的體內，甚至藉由

厲害的忍術道具附著在人或動物上，趁機搭便車。最稀奇的是種子也會利用螞蟻或灶馬蟋蟀搬運。 

  不過，旅行本身也伴隨著風險。能在新天地發芽的只是少數，大部分的種子可能直接腐爛或遭到吞噬，讓生命走向終點。

另一方面有部分種子度過寒冬、經過漫長的歲月等待機會。也有些種子展開時間旅行。 

  這些冒險犯難的種子其實相當多樣化，蘊含生存的智慧。就像每個人都有個性，仔細看，種子也有屬於自己的特性。它

們能夠忍耐嚴苛的環境、下功夫利用或欺瞞動物，運用各種手段，成為超越時空的旅遊高手。 

  在這本書中，將各類會旅遊的種子當成個性鮮明的角色，介紹它們獨特的檔案。它們都是些在我們身邊就能看得到的種

子，我儘可能簡明易懂地解說構造及生態，並且穿插科學小專欄。如果能讓各位閱讀時覺得有趣，我將感到無比榮幸。                       

                                                                          《種子圖鑑‧序》 多田多惠子 

(    )25、根據本文內容，下列何者錯誤？     

    (Ａ)種子內包含了遺傳訊息與發芽所需的養分     (Ｂ)散播到遠方的種子可以避免與母株競爭      

    (Ｃ)大部分的種子可以在他鄉找到新生的契機     (Ｄ)植物運用智慧與多樣化的手段散布種子 

(    )26、「幼時，穿越草地經過鬼針草的身旁，常一不小心就黏了一身鬼針，要花一些時間才能將黑色小針拔完。過幾天，

隨手拔下的小黑針居然在泥地上冒出鬼針草的幼苗。」請問鬼針草採用了上文中哪一類種子旅行的方式？  

(Ａ)展開閃耀的銀色絨毛，飄浮在空中           (Ｂ)利用水流和雨滴的力量漂流移動    

(Ｃ)包藏在果肉內，被鳥類或獸類吞食           (Ｄ)附著在人或動物上，趁機搭便車  

    蒲松齡是個寫鬼寫妖的高手，他藉助想像的翅膀，在虛幻的世界裡盡情地遨遊。當然，他是在個人科舉屢屢不中，無法

躋身封建仕途，目睹了現實生活中的許多無奈後，於是，編織了一個鬼怪世界。假他們的形象來諷刺社會，針砭時弊，抒發

自己的情感，表達自己的理想。 

    電影《倩女幽魂》，它的最早靈感就來自於蒲松齡的《聊齋志異》―〈聶小倩〉。 

    雖然聶小倩和寧采臣來源於蒲松齡的筆下，但在電影中，它只保留人物的名稱和形象，而故事情節卻展開了瘋狂的游離，

想像和擴張，演繹和幻化成人妖大戰。同時，穿插燕赤霞、寧采臣和聶小倩的愛情，一以貫之，使這部虛幻神奇的影片剛柔

相濟，恐怖和浪漫交織，正義和邪惡相爭，愛情和憎惡並存，以迎合當代青年人的審美情趣，這也反映出當前電影的流行趨

勢。 

    電影當然都有情節，有情節就必須有矛盾衝突，而情節越離奇，越古怪，越能給觀眾帶來刺激，相應地則越能拴住觀眾

的心，使人欲罷不能。就像《倩女幽魂》，明知它是奇幻劇，情節荒誕，但依然有許多觀眾去關注和欣賞。通過正義和邪惡

的較量，人們去分辨真善美與假惡醜。在這部電影中，樹精姥姥無非是邪惡勢力的象徵。它千年成精，幻化出蘭若寺，聚居

了一批妖魔鬼怪。她們花仙狐魅，專吸男人的元氣，並且塗炭生靈，致使黑山村生活在妖的陰影之中。而不懂世故的寧采臣

為了替黑山村找到水源，誤入蘭若寺，卻戲劇般地結識了小倩，並由此而憐香惜玉。雖明知小倩處於樹精姥姥的掌控之中，

加上人和妖之間根本不可能產生結果，但電影仍把人妖之間的愛情展示得淒美悲涼。電影最後，即使燕赤霞鼎力協助寧采臣

與小倩大戰樹精姥姥，也是於事無補，小倩終還是隨著蘭若寺的倒塌而香消玉殞。人與妖終究無法白首偕老。 

    妖，是不存在的。現實生活中，邪惡是存在的。藝術家們為了表達正義和邪惡的鬥爭，總喜歡藉助虛擬的形象，運用人

妖之間的較量，來替代正義與邪惡的較量。這種表現手法可以說是屢見不鮮了。 

                                                                              《倩女幽魂》影評節略與改寫 

(    )27、請問下列何者無法從《倩女幽魂》影評中看出？   

    (Ａ)蒲松齡在科舉落第後，藉著鬼怪的故事來諷刺世俗      (Ｂ)電影《倩女幽魂》脫離原故事的情節，另有獨特情趣   

(Ｃ)在正義之士聯手打敗惡勢力後，男女主角終成眷屬      (Ｄ)雖然情節離奇，但正邪對立的主旨仍吸引了許多觀眾 

(    )28、本文中所提及的虛實人物各有特色，有關他們的性格或行為，下列分析何者正確？ 

(Ａ)寧采臣：單純正直、見義勇為            (Ｂ)蒲松齡：無奈失意、放浪形骸 

(Ｃ)聶小倩：溫柔嫵媚、憐香惜玉            (Ｄ)樹精姥姥：水性楊花、聚妖為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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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福營國中 108學年第二學期八年級國文科第二次段考答案卷    班級:       座號:     姓名: 

 

一、注音國字：每個答案 1分，共 10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二、注釋：每題 2分，錯字扣一分，共 20分 

1. 6. 

2. 7. 

3. 8. 

4. 9. 

5. 10. 

 

三、綜合選擇:每題只有一個答案，請將答案畫記在電腦卡上。每題 2.5分，共 7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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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福營國中 108學年第二學期八年級國文科第二次段考答案卷    班級:       座號:     姓名: 

 

二、注音國字：每個答案 1分，共 10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ㄑㄩㄥ ㄉ一ㄢ ㄓ ㄘ ㄉ一ㄝˊ 贅 鬢 諱 殼 驟 

 

二、注釋：每題 2分，錯字扣一分，共 20分 

1.互相輪流背負對方 6.女子的房間 

2.北方的寒氣 7.因為矛盾而導致無法理解的情形 

3.指上級所指示的軍事行動 8.超越現實的想像 

4.鍛鍊和考驗 9.形容渡水時所發出的聲響 

5.隨時的需用 10.比喻平凡人所能貢獻的平凡事物 

 

三、綜合選擇:每題只有一個答案，請將答案畫記在電腦卡上。每題 2.5分，共 70分 

 

1 D 2 A 3 C 4 D 5 B 6 C 7 B 8 C 9 D 10 A 

11 B 12 D 13 C 14 B 15 A 16 B 17 A 18 D 19 B 20 A 

21 C 22 A 23 B 24 D 25 C 26 D 27 C 2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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